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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如果您需要捕获的信号是低占空比脉冲或猝发信号，并且信号之间有较长的空闲时间（例如封包串行数据），
那么配有分段存储器的示波器可以有效地延长时间并提高以较高采样率捕获的串行数据包数量。
所有示波器都具有数量有限的采集存储器。您应当知道，示波器的存储器深度决定波形时间和以特定采样
率捕获到的串行数据包数量。您可以将示波器的时基设为很慢的时间 / 格设置，以便延长捕获时间间隔并增
加串行数据包数量；但是当时基设置超出基于最高采样率下的最大时间间隔时，示波器便会自动降低采样率。
在这种情况下，示波器无法提供精确的水平和垂直波形细节（基于示波器的指定带宽和最大采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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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Keysight 示波器为例， InﬁniiVision 3000 和 4000 X 系列示波器的最大存储深度为 4 M
点，最大采样率为 5 GSa/s。这意味着在最大采样率为 5 GSa/s 时，示波器可以捕获的最
大连续时间为 800 μs（捕获时间 = 存储深度 / 采样率）。由于 Keysight 2000 X 系列示波
器的最大存储器深度为 1 M 点，因此在最大采样率为 2 GSa/s 时，它的最大捕获时间为
500 μs。
图 1 为在最大采样率下仅捕获三个窄脉冲的示例。但是，如果需要捕获并比较 100 个连
续脉冲或猝发信号… 甚至 1,000 个连续脉冲或串行数据包，该怎么办？
如果需要捕获较长时间和更多的串行数据包，同时仍在高采样率下进行数字化处理，只需
购买配备更深存储的示波器即可。然而，配有千兆级采集存储器的示波器非常昂贵。如果
需要采集的信号在重要波形分段（例如低占空比脉冲或串行数据包猝发）之间具有较长的
信号空闲时间，那么具有分段存储器采集功能的示波器是更为经济的解决方案。

传统的单次采集
捕获时间 = 存储深度 / 采样率

图 1：连续采集时间取决于示波器存储深度和采样率

通过将示波器的可用采集存储器划分为较小的存储器分段，分段存储采集模式可以有效地
延长示波器的总采集时间。示波器可以在高采样率下，有选择性地针对被测波形的重要部
分进行数字化处理（如图 2 所示）。由此，示波器能够以极快的重新准备时间捕获很多
的连续单次波形，同时不会错过重要的信号信息。

分段存储采集
使用等量的采集存储器有选择地捕获更多的波形数据

图 2：通过将示波器的可用采集存储器划分为较小的分段，分段存储器能够优化捕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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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分段存储采样后，您可以在无限余辉显示屏中轻松查看所有捕获到的波形（重叠显示），
并快速滚动查看每个独立的波形分段。对于串行总线应用，示波器还可以自动对每个已捕
获的数据包 / 分段进行协议解码。尽管示波器并没有针对每个分段间的大部分信号静寂 /
空闲时间进行捕获，但是它为每个分段提供时间标签，使您能够了解所捕获的每个脉冲、
猝发或串行数据包之间的精准时间间隔。
此类示波器采样的常见测量应用包括高能物理测量、激光脉冲测量、雷达猝发测量和封包
串行总线测量。首先展示一个使用分段存储采集功能来捕获一系列极低占空比激光脉冲的
传统实例。随后再展示一项较为常见但是大家理解并不深的应用——通过分段存储采集对
串行总线活动进行连续或有选择地数据包捕获。

传统的分段存储应用
示波器分段存储采集的一个传统应用是捕获在高能物理（HEP）实验中产生的电脉冲，例
如捕获和分析激光脉冲。
图 3 显示了已采集的 1000 个连续激光脉冲，脉冲宽度约为 15 ns，脉冲间隔时间约为 13
μs。所有 1000 个被捕获的脉冲均以无限余辉模式显示，而当前选择的分段以通道分配的
颜色（通道 1 为黄色）显示。

图 3：使用分段存储器采集模式捕获 1000 个连续的激光脉冲，以进行分析

05 | 是德科技 | 评测用于串行总线应用的示波器分段存储器- 应用指南

传统的分段存储应用（续）
除了能够在无限余辉显示屏中查看所有捕获脉冲外，您还可以单独查看每个捕获到的脉冲，
以执行更详细的分析。
请注意，如示波器显示器左下角的分段时间标签所示，第 1000 个捕获到的脉冲在第一个
捕获脉冲之后 133.693 ms 时出现。使用传统示波器以 5 GSa/s 的采样率捕获在此时间内
出现的脉冲，需要 600 M 点的存储深度。如果这些激光脉冲间隔为 10 ms，那么在 10 秒
连续采集时间（1000 x 10 ms = 10 s）内所捕获的数据需要 50 G 点以上的存储深度。可
惜目前市场上的示波器还不具备如此大的存储深度。即便您找到了符合要求的型号，也
会对它的高价位望而却步！但是如果使用分段存储器，由于它只选择性地捕获每个脉冲
周围一小段时间内的信号，而在信号空闲时间内关闭示波器的数字转换器，所以 Keysight
InﬁniiVision 示波器能够凭借其可用的采集存储器，以更合理的价格轻松地捕获这么多的
信息。
类似的高能物理应用包括测量由围绕环形加速器飞行的亚原子粒子所生成的信号的能量和
脉冲形状（粒子物理）。假设亚原子粒子以接近光速（299,792,458 m/s）的速度沿着 3
km 长的环形加速器飞行，在这个 3 km 环上某个位置的单个检测器大约每 10 μs 产生一次
电脉冲。借助分段存储器采集，您可以轻松地捕获、比较和分析由这些具有精确时间标记
的亚原子粒子所生成的连续脉冲。

封包串行总线应用
分段存储采集通过有选择地忽略（非数字化）数据包之间不重要的空闲时间，可优化连续
捕获的串行数据包 / 帧的数量。尽管以往并未提及，但是这种功能同样适合封包串行总线
测量。此外，分段存储器还可用于捕获具有特定 ID 或地址的选定数据包 / 帧，并忽略其
他的数据包和信号空闲时间。可用分段存储优化捕获的数据包 / 帧数量的常见串行总线包
括 I2C、SPI、RS-232/UART、USB、CAN、CAN FD、LIN、FlexRay、SENT、I2S、ARINC
429 和 MIL-STD 1553。
为了说明分段存储如何加强串行总线测量，我们以 Keysight InﬁniiVision 4000 X 系列示波
器中的汽车 CAN 总线测量应用为例。请记住，这个 CAN 总线应用的理念也适用于其他串
行总线协议应用，例如 I2C、SPI、UART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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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包串行总线应用（续）
图 4 显示了使用示波器设置为每个起始帧触发条件进行的 CAN 总
线测量。在启动分段存储器采集模式时使用此触发条件，示波器
可以在 2.385 秒内轻松捕获 1,000 个连续的 CAN 帧采集到这 1,000
个分段 /CAN 帧后，我们可以通过滚屏轻松查看所有帧，并查找每
个帧中的任何异常或错误。此外，我们还可以使用分段存储器的时
间标记，很轻松地进行帧与帧之间的延迟时间测量。
在起始帧（SOF）触发条件下捕获了 1,000 个连续的 CAN 帧后，
您可能注意到某一个特定帧 ID（例如数据帧 07F）有些异常。只
有在生成 07F 数据帧时，才能够进一步地分析 CAN 串行总线活动。
可将示波器的触发条件从在 SOF（起始帧）上触发改为在 ID: 07F
上触发，以便有选择地捕获 1,000 个帧 ID: 07F 的连续事件（如图
5 所示）。在本例中，示波器捕获了近 20 秒的时间间隔。请注意

图 4：使用 Keysight InﬁniiVision X 系列示波器的分段存储捕获 1,000 个连
续解码的 CAN 帧

示波器的协议列表 / 表格显示，每个捕获的帧都具有相同的帧 ID:
07F。另外，示波器在分段 996 中捕获了一个错误帧（以红色突出
显示），这个帧是在第一个捕获帧 / 分段的 19.02 秒之后出现的。

图 5：仅捕获数据帧 ID : 07F 的 1000 个连续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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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包串行总线应用（续）
CAN 串行总线调试过程的第二步是将示波器设置为有选择地捕获
所有标记错误帧的连续事件，不必考虑帧 ID。为此，我们要将示
波器的触发条件从在数据帧 ID: 07F 上触发改为在错误帧上触发。
由于错误帧非常少见，我们要把待捕获的分段数量由 1,000 个改为
100 个。
在图 6 中，示波器在大约 12.5 秒的时间内捕获了 100 个连续 CAN
错误帧。从协议列表中可以看到错误帧仅在 ID 为 07F、0BD、000
的帧中出现。另请注意，分段 98（帧 ID: 07F）在放大的波形显示
中可以看到，在帧的末端有一个窄毛刺信号。或许，这个毛刺就是
造成帧 ID: 07F 中时而产生错误帧的问题根源。
图 6：捕获 CAN 错误帧的 100 个连续事件，显示出帧 ID: 07F 中有一个毛
刺信号

总结
分段存储采集的应用范围日益广泛，不再是仅与特定应用（高能物
理实验）有关的特殊示波器功能。目前，很多数字存储示波器均采
用分段存储器采集功能。分段存储器采集可以优化示波器的可用采
集存储器，以便有效地延长示波器单次采集的时间间隔。与串行总
线协议的解码和触发结合使用时，该采集模式能够更高效地调试串
行总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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